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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内分泌失调性骨质疏松症的综合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我院2019年1月-2020年1
月收治的内分泌失调性骨质疏松症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30例,其中对
照组利用基础治疗方法,观察组利用综合治疗的方法,比较两组的治疗疗效。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六个月
后,观察组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96.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53.33%(P<0.05)；治疗前,两组患
者的骨密度值未有显著差异(P>0.05)；治疗六个月后,观察组的股骨颈(771.35±1.02)、Wards三角区
(549.67±1.30)、股骨大转子(672.95±1.21)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内分泌失调性骨质疏松症利用
综合治疗的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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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Endocrine Disorder Osteoporosis
Hairong Wan
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Yicha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effect of endocrine disorder osteoporosis.
Methods: A total of 60 endocrine disorder osteoporosis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used basic treatment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methods, then compar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six months of treatment for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96.67%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53.3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ne density valu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six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s femoral neck (771.35±1.02), Wards triangle
(549.67±1.30), and greater trochanter of femur (672.95±1.21)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Endocrine disorder osteoporosis is effective in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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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作为常见内分泌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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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参照组采取常规疗法。(1)
促进钙质吸收,每日服用骨化三醇或碳
酸钙维生素D。(2)缓解疼痛。根据患者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分析[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30)

18(60.00)

10(33.33)

2(6.67)

28(96.67)

对照组（n=30)

7(23.33)

9(30.00)

14(46.67)

16(53.33)

疼痛程度和耐受程度选择曲马多缓释胶

P

囊和塞来昔布,曲马多缓释胶囊剂量控
制在100mg/12h以内,塞来昔布剂量控制

<0.05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骨密值得变化情况比较（x±s)

组别

在200mg/d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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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s 三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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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大转子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采取综合治疗。(1)促进钙质

观察组（n=30) 708.3±1.04 771.35±1.02 509.67±1.32 549.67±1.30 618.32±1.02 672.95±1.21

吸收疗法同参照组。(2)给予鲑鱼降钙素

对照组（n=30) 709.33±1.34741.35±1.33 511.32±1.02 537.98±1.30 620.31±1.14 654.81±1.30

注射液治疗,每日50IU或隔日100IU,皮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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